
■核心提示：

河南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

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肩负起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

章的历史使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用力，让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基于这一要求，《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20）》

重点分析了我省疫情防控应急管理、城市宜居度、政府营商环境、政府门户

网站建设、乡村振兴等议题。新冠肺炎疫情是河南省面临的突发性社会治

理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年度焦点议题，河南社会治理蓝皮书课题组于

2020年 4月初开展了在线专项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0798份，其中河

南省有效问卷6640份，其他省区市有效问卷4158份。现择其要点刊出，

为我省进一步搞好社会治理应急管理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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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预防管理，增强危机预测和管控
能力

一是加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设。要以
此次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建设为切入点，建立常
态化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推进公共危机应急小
组建设，完善应急管理协调网络。二是强化应
急资源保障。要完善相应的应急储备制度，将
应急管理资金和应急储备纳入公共财政预算；
探索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化的应急资源保障
体系建设，培育和扶持与危机相关的企业和中
介组织，建立完善科学合理的应急物资储备、
配送和调运机制。三是强化公共危机教育，提
升居民安全意识和素养。要出台政策将公共
危机安全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中，从小、从
早抓起，培养居民的安全意识。探索建立公共
危机安全教育的多元化平台，利用电视、报纸、
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把危机教育融入日常生
活之中，通过媒体传播、学校教育和应急培训
等方式来培养民众安全意识和认知。

（二）强化社会动员，推进社会力量参与
公共危机管理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及协

同行动。首先，要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社会
力量参与机制。建立政府与市场组织、社会组
织、事业单位、居民等多层次的协同网络，在危
机处置中能够快速激活应急响应网络，投入到
应急响应中。其次，建立与专业组织常态化沟
通合作机制。通过政策鼓励、资金支持与技术
指导，提高专业组织的组织化水平、应急参与

能力和效率，并将其吸纳进现有应急体系中，
发挥专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力量与非政府
力量间的沟通与合作。最后，推进居民志愿参
与。要加强应急管理志愿服务建设，完善专业
志愿者培训、认证和招募制度，建立专业化的
应急管理志愿队伍；拓宽应急管理志愿服务渠
道，完善应急管理志愿服务报名、注册和参与
机制，建立常态化的志愿服务队伍，形成全民
参与的局面。

（三）基层赋权赋能，加强社区应急管理能
力建设

社区是疫情防控应急管理的主阵地和关
键节点。一是加强社区基层基础建设和应急
资源保障。以社区为载体，出台政策加强社
区干部队伍建设和人力资源配备；扩大社区
管理权限，整合社区功能，将社区作为重要的
危机管理单元，打造有准备、有恢复能力的社
区。二是完善社区动员机制，建立社区应急
管理志愿服务队伍。要建立社区动员机制，
形成社区党委—居民小区党支部—志愿服务
小组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完善社区居民志愿
参与激励机制，开展志愿服务专业化培训，建
立一支稳定、有专业素养的社区志愿服务队
伍。三是强化社区预防管理功能。要出台政
策强化社区应急教育和宣传的功能，编制社
区应急预案，定期展开风险隐患排查，发挥社
区在预防管理中的作用。四是构建社区信息
共享网络，提高社区应急管理信息化水平。

要推动建立延伸到社区的信息发布和预警平
台，加强辖区内单位、居民楼、公共场所的信
息监测，通过数据挖掘，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及
时加以防范和控制，提升社区分析和评估风
险的能力。

（四）加速推进复工复产，降低危机负面影响
此次疫情对河南服务业、旅游业、制造业

等各个领域都造成了很大影响，要进一步出台
政策，加快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恢复，做好危机
后的重建和总结评估工作。

一是加强宣传沟通，消除公众的心理压力
和不安全感。利用不同媒介方式，加强居民防
疫安全认知和防疫专业素养；激励社会组织和
专业人士开展心理咨询服务，确保公众形成公
共危机认知的理性成熟心态。二是运用宏观
调控手段，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和消费深度融合，把复工复产与
扩大内需结合起来，出台促进消费的相关政
策，加快服务业复苏进程。三是强化就业服
务。要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调整政策力度，
减负、稳岗和扩就业并举，抓好社保缴纳阶段
性减免、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就业补贴等政策
落地。

（一）河南省预防管理得分最低，须引起政
府重视

预防管理指数通过危机教育、动员机制两
个指标来评价。数据表明，河南省危机教育得
分为50.6分，动员机制得分为46.7分，预防管
理均值为 48.7分，处于“比较低”水平，与省外
相比，全国预防管理得分为 51.8 分。对比发
现，我省在预防管理方面低于全国水平，而其
他二级指标均高于全国水平。调查表明，
20.7%的受访者表示从没接受过危机安全教
育，说明危机安全教育有缺失。66.6%的居民
不了解或认为没有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官方
渠道，说明政府应急动员机制建设不完善，应
急管理机制和应急响应准备不足。

（二）社会动员指数相对较低，志愿参与得
分最低

社会动员指数得分为 69.7 分，仅高于预

防管理指数，远低于其他指标。在三级指标

中，志愿参与得分为 42.8 分，远低于社区参

与、居民参与 83.1 分。数据表明，疫情期间，

提供过疫情线索或意见建议的仅占38.2%，超

过六成（61.7%）的人从未提过意见或建议，说

明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

尽管志愿服务渠道不畅，但地方党组织发

挥了组织动员作用。调查表明，疫情防控志愿

者的主体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人员，44.5%

的调查者是通过辖区内党员积极分子动员成

为志愿者，远高于村（居）委会发布公告招募

（25.2%）、辖 区 内 企 事 业 单 位 人 员 下 沉

（12.4%）比例。

（三）资源统筹措施存在短板，疫情暴发初

期防疫物资不足

资源统筹状况从医疗资源、日常生活资源

以及防疫物资三个层面来考察。数据表明，关

于购买防疫物资如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

用品的方便程度，仅 26.5%的居民认为“非常

方便”和“比较方便”，远低于购买日常生活用

品如蔬菜、肉类等（70.8%）以及患者就医的便

利性（61.6%），防疫用品和防疫物资供应不

足。

（四）“疫情再度反弹”和“公共场所不安

全”是居民最担心的问题

3月 19日河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响应级别由Ⅰ级调整为Ⅱ级，新冠肺炎

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5月 6日应急响应级

别调整为Ⅲ级，进入应急恢复阶段。调查表

明，居民最担心的问题是“疫情再度反弹”和

“ 公 共 场 所 不 安 全 ”，分 别 占 比 为 88.6%、

70.7%（截至 4月 5日）。

（一）党的领导是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根本保证

党的坚强领导是疫情防控的首要依靠力
量。调查表明，居民认为疫情防控工作最主
要的依靠力量是党的领导，排在第一位，占比
为 88.4%，其次各级政府尽职尽责和广大居
民 全 面 防 控 的 占 比 也 在 80% 以 上 ，同 为
85.8%，“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主阵地”
等作用相对较小，占比在 20%以下。党的领
导作用发挥主要体现在，所有卡点成立临时
党支部，织密组织网；建立“党员突击队”，设
置党员“先锋岗”“示范岗”和“责任区”，发挥
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等。

（二）疫情防控管制措施居民认可度高，提
高了应急管理有效性

在疫情防控应急管理的不同阶段，河南省
政府快速反应，应对得当，获得了居民的高度
认可，在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以及决策实施方
面，减少了集体行动的成本，增加了政府决策
的有效性。

地方政府应对措施满意度高，省内好于省

外。调查发现，疫情期间地方政府和社区居委
会满意度在8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省级政府
满意度为90.3%，跟中央政府满意度（90.9%）非
常接近，同时，市级政府、县级政府满意度分别
为88.6%、86.9%。从省内外调查数据来看，省
内满意度整体高于省外政府满意度。

（三）疫情防控政策适配到位，为抗疫提供
了政策保障

河南省政府面对疫情反应迅速，决策到
位。1月 24日省政府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
从1月 24日到 3月 17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公
安厅、卫生健康委员会、财政厅、教育厅、市场
监管局等部门，相继出台了13项相关政策，如
《关于暂停举办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的通知》
《企业复工复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关于
疫情防控期间相关商品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
诫书》等。为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总体部署提供
了政策支持。

（四）资源有效动员，为应急管理提供了物
资保障

河南省政府有效发挥了资源动员功能。

统筹协调，从机制入手，有效缓解了疫情暴发
初期防疫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满足了居民防
疫物资的需求。

统筹管理，建立物资供应保障动员协调和
督察机制。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了由物资
保障组牵头，省工信厅为指挥中心的疫情防控
应急物资保障工作小组。在物资调配方面，全
省范围内统筹管理，优化供给。公安厅成立9
个专项督察组，确保防疫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
通畅。

贴身服务，扩大产能确保防疫物资供
应。河南省政府相关部门派出 100 多名协
调员下沉企业贴身服务，全要素协调解决用
工、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方面出现的难题。交
通部门发放 3000 多张 B 类运输证确保应急
物资运输；金融部门将 107 家医用物品生产
企业、重点药品企业、重点消杀用品生产企
业纳入支持名单。河南省全力保障防疫物
资企业正常开工生产，扩大产能，短时间内
全省重要医疗防控物资全部实现了产能连
续翻番。

3 存在问题

5 对策建议

影响因素4本报告疫情防控应急管理评估框架由过
程管理评价和结果评价两部分构成。过程管
理分为预防期、爆发期、恢复期三个阶段，过程
管理评价由预防管理、信息沟通、管控措施、社
会动员、应急恢复五个二级指标构成；预防阶

段用预防管理指数来评价，爆发阶段用应急管
控指数来评价；恢复阶段用应急恢复指数来评
价。结果评价由政府和干部工作满意度指标
构成。以上六个二级指标分别选取相应的三
级指标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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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社会治理蓝皮书年度焦点议题——

河南省疫情防控应急管理状况调查分析

评估指标体系1

（一）全省疫情防控状况整体处于高水平，
阶段防控积极有效

疫情防控工作获得高度认可，满意度指
数为“比较高”。2020年全省疫情防控应急管
理指数为 77.7 分，处于“比较高”水平。应急
管理过程评价得分为 76.7 分，结果评价得分
为 86.7 分。预防阶段预防管理指数为 48.7
分，爆发阶段应急处置指数为 79.5分，恢复阶
段应急恢复指数为 81.7 分。从危机阶段来
看，爆发阶段与恢复阶段的得分远高于预防阶
段得分，说明危机处置能力好于预防管理能
力。从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得分对比来看，居
民主观满意度评价远高于过程评价得分，说明
居民对全省疫情防控工作整体状况高度认
可。从河南省和全国对比来看，全国疫情防控
应急管理指数为 77.4 分，河南省疫情防控状
况好于全国水平。

硬核防疫措施网民高度认可。涉及“河南

疫情防控的”舆论场核心词是“硬核防控”，省
内外网民普遍给予支持和积极评价。微博话
题“河南硬核防疫”“戴口罩还是呼吸机”，人民
日报、河南微博、东方今报等微博客户端 99%
为正面评价，“此次应对疫情，河南交了一份高
质量答卷”“宣传下沉到基层，给力”“河南真的
很硬核”。

（二）河南省 17个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疫
情防控应急管理指数均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从各地比较来看，疫情防控工作均处于
“比较高”的水平，得分均为70分以上。其中，
济源示范区、郑州、焦作、三门峡市政府应急管
理指数排名靠前。从工作满意度评价来看，各
地得分都在80分以上，处于“高”水平，民众对
结果的评价好于过程评价。从河南省疫情总
体形势来看，信阳、郑州、南阳、驻马店市的确
诊病例都在三位数以上，疫情防控的形势和任
务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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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80.7

80.4

79.4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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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河南省17个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疫情防控指数表（单位：分）

（三）全省信息沟通指数最高，信息披露与
信息传递透明及时

信息沟通指数得分最高，居民高度认可。
从爆发阶段应急处置和恢复阶段的四个二级
指标得分来看，信息沟通指数得分最高，为84
分。关于群众对政府信息发布及时度、透明
度、真实度、详细度评价结果显示，受访群众满
意度普遍较高，均在82%以上。

信息披露透明及时，信息传递渠道多元。
疫情严重期每天一次新闻发布会。疫情防控
期间，河南省政府坚持信息披露及时公布与
更新，为群众第一时间掌握居住地病患数量
提供官方权威数据。从 2020年 1月 24日，河
南省政府举行首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到 4月 30日，共召开了 55场新闻
发布会。疫情严重期的 3 月 2 日—27 日，共
举办了 26 场专题新闻发布会，平均每天一
次。

善用新媒体，信息沟通及时到位。在河南
省政府网站的首页，开设了疫情通报专题，疫
情智能问答板块、政民互动版块等。特设了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河南在行动”“全
力战疫”“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等专题专栏，第
一时间发布疫情信息以及政府疫情防控相关
文件，河南省政府网站成为信息沟通的另一个
阵地。

（四）管控措施整体处于高水平，社区（村
庄）封闭管理评价最高

管控措施整体满意度高。管控措施是应
急处置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资源统筹和管制
措施两个层面。管制措施主要从社区管制、环
境卫生、交通管制三个层面开展了调查分析。
其中，社区管制、交通管制措施满意度在 80%
以上，环境卫生满意度较低，为69.1%。

社区（村庄）封闭管理措施满意度最高，助
力硬核河南防疫。社区是疫情防控的重要卡
点和服务平台。在社区（村庄）封闭管理、密切
接触者和疫情严重地区返回人员管理、居民健
康监测、设置交通防控检查点、公共场所消毒、
垃圾桶消毒等具体措施满意度调查中，社区
（村庄）封闭管理措施满意度最高，达到了
86.1%。这和河南硬核防疫举措的效果一致。

2 总体评价

《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20）》是由郑

州大学社会治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连续第

七年发布的年度河南社会治理蓝皮书。该报

告面向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基于

2019 年的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网络调查以

及中国统计年鉴、河南及各地统计年鉴，分析

了河南省社会治理的总体形势，并就我省城

市宜居度、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政府门户网

站等议题进行了深度观察和分析展望。

2020 年度河南社会治理报告主要观点

包括：

一是社会安全形势平稳向好，表现在近

四年来刑事案件数和万人刑事案件率逐年

下降；火灾发生量、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不

断减小；居民对社会治安满意度持续提升，

总体评价较高。

二是基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持续增长，

但城乡差距依然显著。

三是三年来河南省城市宜居度稳步提

升、整体向好。许昌、焦作、济源、漯河宜居度

排名连续四年都位列前五名，三门峡、开封、

郑州近几年宜居度得分及排名持续提升。

四是河南省城市居民幸福感总体较高

且较之前有所提升，漯河、驻马店、许昌、三

门峡市排名靠前。

五是三年来，省辖市政府门户网站总体

有不同程度的改进，郑州市始终排名靠前，

许昌市进步最快。

六是河南省教育综合指数低于全国教

育综合指数平均水平，在中部六省中排名第

三，居全国第 14位。

七是河南省营商环境整体水平不高，区

域营商环境发展不均衡，人力资源环境成为

营商环境短板。

八是河南省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我省

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资金、医疗和养老

服务方面的挑战。

九是我省乡村振兴发展状况一般，产业

兴旺和生态宜居亟待加强。

十是我省突发事件舆情多发，部分事件

发酵成为全国性的热点事件，但政府回应能

力增强。

▶延伸阅读


